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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油工程 600339 天利高新、G天利、*ST天利、*ST油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国锋 唐涛 

电话 010-59983451 010-59983451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9号中国

石油大厦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9号中国

石油大厦 

电子信箱 yuguofeng@cpec.com.cn tangtac@cpec.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7,234,277,449.71 89,456,042,919.82 2,775,821,705.80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2,895,218,869.13 16,547,595,654.48 -338,856,740.87 38.3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28,606,999.20 -4,120,144,035.48 177,373,742.14 -19.62 

营业收入 19,019,671,622.46 17,804,070,763.87 1,108,260,187.51 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74,878,500.94 122,852,067.26 -395,355,121.91 36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2,947,930.48 -395,661,813.54 -395,661,813.54 23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4 0.43 不适用 
增加2.2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61 0.0267 -0.6838 297.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61 0.0267 -0.6838 297.3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6,4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72.20 4,030,966,809 4,030,966,809 无   

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 国有法人 1.85 103,234,999   质押 66,000,000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天富 1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4 97,410,714 97,410,714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志道定增 1 期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74 97,409,983 97,409,983 未知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陕西

国际信托－陕国投·海棠 2号

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74 97,407,873 97,407,873 未知   

诺安基金－兴业证券－南京

双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1.74 97,404,431 97,404,431 未知   



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1.74 97,402,597 97,402,597 未知   

新疆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 国有法人 1.69 94,471,638   无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

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恒宇天泽盈－赢二号

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0.87 48,698,928 48,698,928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平安银行－

长安国际信托－长安信托－

定增长信汇智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0.68 38,141,818 38,141,818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疆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构

成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中油工程以综合性、一体化工程公司的崭新姿态正式启航。公司上下按照董事

会总体工作部署，牢牢把握“稳中求进、依法合规”两条主线，自我加压、主动作为，持续优化生

产经营组织，全面落实提质增效措施，取得了良好经营业绩。 

上半年，公司新签项目 2662 个，新签合同额 535.98 亿元，同比增长 120.14%，其中海外市场

占比 65.42%，市场布局持续优化，为经济效益从市场寒冬中实现恢复性增长奠定了基础；实现营业

收入 190.20 亿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 6.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5 亿元，较

上年同期同比增长 367.94%，经营形势总体平稳向好。 

公司各成员企业主动发挥市场开发和生产经营主体作用，层层传递压力落实指标责任，充分激

发创效潜力，稳增长保效益成效显著。上半年，管道与储运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135.30 亿元；营业



收入 76.03亿元，同比增长 21.21%，各项指标好于预期，稳健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油气田地面工

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262.29亿元；营业收入 69.13亿元，同比增长 2.31%，海外市场优势明显，为公

司整体增效贡献积极力量。炼油与化工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123.6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35.66亿元，

同比增长 11.61%。环境工程、项目管理及其他业务新签合同额 14.70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8.26 亿

元、同比下降 41.91%，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数包含了重大资产重组置出的石化产品生产

和销售业务数据，如果剔除该因素，则同比增长 56.13%。 

下半年公司将再接再厉、继续加压，以百倍努力确保 2017年各项经营指标全面完成。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日起施行，公司对 2017 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

至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准则要求进行调整。公司执行上述新准则后，本报告期收

到的政府补助对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陈俊豪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8月 29日 


